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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参会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

严格遵守： 

一、为能及时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

持股总数，务请登记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于会议开始

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

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参会资格未得到确认的人员，不得

进入会场。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

东（或代理人）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会计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

会场。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

利，并履行法定义务和遵守有关规则。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

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公司将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四、全部议案宣读完后，在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讨论过程中

股东可以提问和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应先举手示意，经大会主

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

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也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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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无关的问题。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不宜超过五分钟，同一股东

发言不得超过两次。大会表决时，将不进行发言。  

五、大会主持人应就股东的询问或质询做出回答，或指示有

关人员作出回答，回答问题的时间不宜超过五分钟。如涉及的问

题比较复杂，可以在股东大会结束后作出答复。 

六、对与议题无关或将泄漏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明显损害公司

或股东的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人员有权拒绝回

答。 

七、大会现场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股东按

其持有本公司的每一份股份享有一份表决权。请各位股东、股东

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准确填写表决票：必须填写股东姓名或委托股

东姓名及持股数量，同意的在“同意”栏内打“√”，反对的在

“反对”栏内打“√”，弃权的在“弃权”栏内打“√”。未填、

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公司

股东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

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东通过现场、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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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韩珍堂董事长 

时间：2021 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 

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 号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参会人员：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其他

相关人员 

会议议程： 

一、宣布开会； 

二、审议《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

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五、通过监票人； 

六、投票表决； 

七、宣布投票结果； 

八、宣读投票结果形成的大会决议； 

九、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十、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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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

〔2020〕14号)，为提高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

工”或“公司”）质量，推动太原重工及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明确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向优

势主业集中，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

生动力，拟向控股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

集团”）转让所持有的滨海公司51%的股权。 

一、拟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滨海公司于2008年1月25日由太原重工投资设立，注册地址天津

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主要经营锻压设备、化工设备、海工设备、

港机设备和港口业务等。 

成立至今，太原重工对滨海公司先后四次增资，截至目前，滨海

公司注册资本为20.2848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滨海公司与本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滨海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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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4月30日 

资产总计 731,320.41 754,668.90 

负债总计 618,405.43 649,547.39 

营业收入 53,319.76 12,623.70 

利润总额 -25,227.77 -7,817.71 

净利润 -25,380.13 -7,776.24 

二、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转让所持滨海公司51%的股权，符合国家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的政策方向和目标要求，也符合公司深化改革、转型升级、优化

布局的整体发展战略。对亏损板块进行资源重组，有助于公司聚焦优

势主业，优化资本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

内生动力。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滨海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以权益法计量所持有的滨海公司49%的股权，就本次股权转让

对公司的损益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股权转让方案要点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太重集团始建于1950年，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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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厂，属国家特大型骨干企业。太重集团是太原重工控股股东，是

滨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转让股权方案概要 

1、转让方式及价格 

本次转让项目拟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太重集团以现

金方式受让滨海公司51%的股份，依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所持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51%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21)第 6188号）确认的净资产值，双方确

定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99,096,500元。 

2、标的股权交割与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该等手续完成之日（即主管部门核发新的营业执照之日）为标的

股权交割日（以下简称“股权交割日”）。自股权交割日起，太重集

团将作为滨海公司合法登记注册的股东，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 

（1）本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太重集团向太原重工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60%，即人民币359,457,900元。 

（2）股权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太重集团向太原重工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40%，即人民币239,638,600元。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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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受让方为太重集团，转让方为太原重工，太重集团是

太原重工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本次拟转

让股权的实际情况，本次公司转让的资产、收入、净资产均未达到《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界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

准。 

5、本次交易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太原重工转让滨海公司51%的股权，对滨海公司的控制权将

转移到太重集团。  

综上所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有助于公司聚焦优势主业，做

优做强优质资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提请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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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于 2021 年 5月 20 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

于预计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未表决通过。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及公司实际和投资者的反馈，公司将上述议案调整后再次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详情见下表：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备注 

1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120,000.00 82,796.45 

过去十二个月内，受同一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控制，视同

关联人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 25,595.75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6,000.00 3,123.56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13,000.00 402.23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 227.43 

过去十二个月内，受同一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控制，视同

关联人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

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 249.93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500.00 418.64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3,000.00 141.08  

太重集团向明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1,3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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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276.56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800.00 741.05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省轻工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30.00 83.80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

材料厂 
50.00 41.53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4.99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

公司 
60.00 18.05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

公司 
 275.23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小计 180,540.00   115,745.11   

2 
向关联人购买

燃料和动力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 6,653.43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小计 7,500.00 6,653.43  

3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6,500.00 22,072.80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

有限公司 
1,000.00 332.15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 
12,000.00 12,787.61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861.00 

过去十二个月内，受同一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控制，视同

关联人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800.00 678.23 

过去十二个月内，受同一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控制，视同

关联人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

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1,400.12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 
8,000.00 8,015.01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2.86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1,000.00 661.04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0.28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 
 0.65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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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  
 3.46 

受同一控股股东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 

太钢（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770.00 

过去十二个月内，受同一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控制，视同

关联人 

太重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0.02  

小计 40,600.00   47,585.23   

4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工程

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100.00   

小计 100.00   

5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400.00 197.12  

山西安居建设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1,500.00   

太重集团（大同）起重

机有限公司 
28,000.00   

小计 29,900.00  197.12   

关联销售合计 40,600.00  47,585.23   

关联采购合计 218,040.00  122,595.66  

关联交易总计 258,640.00  170,180.89   

公司结合 2021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实际，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中涉及的关联方单位及相应的预计交易金额进行了进一步测

算和调整。 

本次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58,640.00 万元，比上次预

计金额增加 4,830.00 万元，主要变动为：①预计向关联单位太重香

港国际有限公司销售车轮及车轴增加 1,500.00 万元；②预计向关联

单位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销售锻件余料增加 1,000.00 万

元；③预计向关联单位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采购机器设备增加

1,000.00 万元；④预计向关联单位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之子公司山西经泰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生铁增加 800.00万元。 

一、关于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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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和接受

或提供劳务等。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同形

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交易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关于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 

有关关联交易的协议，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进程，主要采

取招投标方式定标后，分别与关联方签订经济合同。 

四、关于审议程序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调整后的 2021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客

观合理、公允，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提请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项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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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考虑到在公司不断提升治理要求和积极推进数智化转型战略的

过程中，独立董事需要更多赋能，提出更多合理化建议，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拟将独立董事薪酬由每人每年税前 5 万元人民币调整为每人每年税

前 8 万元人民币。 

提请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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